
各位家長： 

 因「新型冠狀病毒肺炎」疫情發展，教育暨青年局已宣布中、小、

幼教育階段春節假期後延遲復課。按教育暨青年局的「學生自學工作計

劃指引」，現小學部學生 3月 16至 20日在家自學的安排如下： 

語文科:  

年級 自學內容 

一 
【複習】 

重組句子。 

【網絡視頻】 

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iMHUbwaTRa8 

【作業】 

重組句子。(不要抄題目並把答案書寫在紙上) 

1. 蛋糕 / 喜歡 / 誰  /  吃  /  ? 

2. 一起 / 哥哥 / 和 / 弟弟 / 做家務 / 。 

3. 在操場上 / 同學們 / 小息的時候 / 玩耍  / ，/ 。 

4. 生氣 / 為甚麼 / 會 / 媽媽  /  ? 

5. 喝茶 / 一邊 / 一邊 / 爺爺 / 閱報紙  / ，/ 。 

【閱讀】 

自選一本圖書。 

二 
【複習】 

重組句子。 

【網絡視頻】 

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S53uJFJVNq4 

【作業】 

重組句子。(不要抄題目並把答案書寫在紙上) 

 1. 媽媽 / 早上 / 豐富的 / 準備 / 為我 / 早餐 / ， /。 

 2. 姐姐 / 水果 / 盤子上 / 晚飯後 / 切好的 / 把 / 放在 / ， / 。 

 3. 為甚麼 / 呢 / 沒有 / 還 / 校車 / 來 / ？ 

 4. 弟弟 / 喝光 / 杯裏的 / 吃了藥 / 水 / 再 / ， /。 

 5. 捐出 / 樂樂 / 紅封包 / 幫助 / 有需要 / 願意 / 的人 / ， / 。 

【閱讀】 

自選一本圖書。 

三 
【複習】 

條件複句「只要……，就……。」及成語《井底之蛙》。 

【網絡視頻】 

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0pckOXWLSqc 

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iMHUbwaTRa8
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S53uJFJVNq4
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0pckOXWLSqc


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M0H4XRR-rX0 

【作業】 

1. 請同學們觀看網上視頻後，完整、流利地向家長說一說《井底之

蛙》這個成語故事。 

2.用「只要……，就……。」的句式續寫句子。(要抄題目並用紙做) 

（1）只要定時給植物澆水，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（2）只要全國人民團結一心，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（3）只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四 
【複習】 

動態助詞。 

【網絡視頻】 

講述一位被同學瞧不起、備受冷落的小學生—《烏鴉太郎》 

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_MDQZwgUyfQ 

【作業】  

欣賞影片後回答問題。(要抄題目並用紙做) 

1. 畢業前的同學會，老師請小不點做了甚麼 ? 

2. 同學們為甚麼會對小不點改觀 ? 

3. 你覺得自己像故事中哪一位主角(小不點、同學、老師)呢 ? 請加 

以說明。 

【朗讀古詩】 

《題西林壁》   蘇軾 

橫看成嶺側成峰，遠近高低各不同。 

不識廬山真面目，只緣身在此山中。 

五 
【複習】 

讀書筆記法。 

【網絡視頻】 

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time_continue=15&v=k-

_An0SQqcE&feature=emb_title 

【作業】 

欣賞影片後回答問題。(要抄題目並用紙做) 

1. 讀書筆記共有哪幾種方法？ 

2. 根據五上單元五《走進風景畫廊》，以其中一篇課文為例子，用

摘錄法做一篇讀書筆記。 

六 
【複習】 

轉折複句。 

【網絡視頻】 

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PxA9kkbQZWQ&list=PLV4X5TYd7

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M0H4XRR-rX0
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_MDQZwgUyfQ
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time_continue=15&v=k-_An0SQqcE&feature=emb_title
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time_continue=15&v=k-_An0SQqcE&feature=emb_title
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PxA9kkbQZWQ&list=PLV4X5TYd7n6R-cBSzABblUN53qECnJ6Uo&index=9


n6R-cBSzABblUN53qECnJ6Uo&index=9 

【作業】 

週記一篇。(用上學期週記簿做，約 300字) 

題目: 渴望重回校園的一天 

內容:抒發疫情期間所得的反思，若疫情結束後，期待重回校園的心

情。 

從方框內選出適當的關聯詞語，把答案填在括號內。 

(要抄題目用上學期筆記簿做) 

雖然......但是......       儘管......但是...... 

儘管......還是......        儘管......卻...... 

1.(         )騙子偽裝得很巧妙，(         )被人們識破了。 

2.(         )糖果很好吃，(         )吃多了會蛀牙。 

3. (        )現在的生活很好，(        )我們應該學會居安思危，以防危險 

的到來。 

4.路上的行人(       )拿著扇子，(        )還是抵擋不住空氣的灼熱。 

註: 澳門特區政府設有全民閱讀平台，本澳市民只要登入
http://www.library.gov.mo/zh-hant/library-collections/e-resources 

網站，不需要註冊帳號，免費閱讀網上約萬種圖書及千種暢銷雜誌。 

有興趣的家長或學生歡迎瀏覽。 

英文科:  

年級 自學內容 

一 【複習】 

上學期第 2課課文 People at school 

【網絡視頻】 

 https://youtu.be/3BmczLcMlbo 

【作業】 

抄讀上學期書本 P.19 1-5生字（抄四次，用紙做） 

二 【複習】 

上學期第 2課課文 Please be good 

【網絡視頻】 

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eitaIAgQ0hA 

【作業】 

抄温 P.19生字 1-9（一中四英，用紙做） 

三 【複習】 

上學期第 3課課文 Our school events 

【網絡視頻】 

重温編寫「日期」的寫法和講法。 

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PxA9kkbQZWQ&list=PLV4X5TYd7n6R-cBSzABblUN53qECnJ6Uo&index=9
http://www.library.gov.mo/zh-hant/library-collections/e-resources
https://youtu.be/3BmczLcMlbo
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eitaIAgQ0hA


https://youtu.be/WNRLz3VajgU 

【作業】 

抄讀第 3課生字 1-10（一中四英，用紙做） 

四 【複習】 

文法書第 1課 Nouns 

文法書第 6課 Singular and Plural Nouns 

【網絡視頻】 

 https://youtu.be/tquecIG-Pws 

 www.youtube.com/watch?v=BI1Syz9I2n0 

【作業】 

温動詞 41-60  温上學期第 5課生字  

做 C.B. P.4-5（做文法書 P.93-94  9-10 用鉛筆做） 

五 【複習】 

文法書第 1課 Nouns 

文法書第 7課 Singular and Plural Nouns 

【網絡視頻】 

https://youtu.be/tquecIG-Pws 

www.youtube.com/watch?v=BI1Syz9I2n0 

【作業】 

温動詞 21-40  温上學期第 5課生字  

做 C.B. P.4-5（做文法書 P.120-121  9-10 用鉛筆做） 

六 【複習】 

文法書第 1課 Nouns 

文法書第 10課 Singular and Plural Nouns 

【網絡視頻】 

https://youtu.be/tquecIG-Pws 

www.youtube.com/watch?v=BI1Syz9I2n0 

【作業】 

温動詞 41-60  温上學期第 5課生字  

做 C.B. P.4-5（做文法書 P.164 -165  9 -10 用鉛筆做） 

數學科:  

年級 自學內容 

一 【複習】 

上學期立體圖形 

【網絡視頻】 

https://youtu.be/TDJ_XLHgn-A 

【作業】 

https://youtu.be/tquecIG-Pws
http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BI1Syz9I2n0
https://youtu.be/tquecIG-Pws
http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BI1Syz9I2n0
https://youtu.be/tquecIG-Pws
http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BI1Syz9I2n0
https://youtu.be/TDJ_XLHgn-A


觀察家中的物件，有甚麼像錐體、柱體或球體呢? 然後，告訴家人立體圖

形的名稱。 

二 【複習】 

上學期乘法口訣 

【網絡視頻】 

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LjLLY9_7XgQ 

【作業】 

設計一個自己喜歡的乘法口訣表。 

建議用空白的紙張，並請家長給予適當的輔導，協助完成。 

三 【複習】 

上學期乘法的應用 

【網絡視頻】 

https://v.qq.com/x/page/i0681w1mm5b.html 

【作業】 

解答下列各題:(用上學期數學簿或紙做) 

(1)  95×2+28 

(2)  551-72×2 

(3)  127×2-215 

(4)  食堂有 8袋大米，每袋 50千克，麵粉和大米的袋數一樣多，每袋 40千

克，大米和麵粉一共有多少千克？ 

(5)  圖書館裏有故事書 580本，每天借出 80本，連續 3天借出相同的數

量，問還剩多少本故事書？ 

(6)  一條褲子 85元，一件上衣的價錢和 3條褲子的價錢相同，如果買一套

服裝共花多少元？ 

四 【複習】 

上學期軸對稱圖形 

【網絡視頻】 

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CCS9H90paT0 

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mZiu80bXris 

【作業】 

參考上學期課本第 11課的學習活動，運用色紙或環保紙製作兩個軸對稱 

圖形，然後，告訴家長創作的原因。 

五 【複習】 

上學期平均數的應用 

【網絡視頻】 

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ZiBinPgFook 

【作業】 

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LjLLY9_7XgQ
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CCS9H90paT0
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mZiu80bXris
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ZiBinPgFook


解答下列各題:(用上學期數學簿或紙做) 

(1)  有 18、19、20、21和 22，這 5個數的平均數是多少？ 

(2)  小明進行 1分鐘跳繩的五次成績分別是 75、67、72、70和 76，他 1分

鐘平均跳繩多少下？ 

(3)  幼稚園教育小朋友做紙花，小紅做了 7朵，小方做了 9朵，小林和小

寧合做了 12朵。問平均每人做了多少朵？ 

(4)  工人修理機器，第一天修了 4台，第二天修了 6台，第三天上午修了 3

台，下午修了 2台。平均每天修了多少台？ 

(5)  希望小學五年級甲班和乙班各有學生 61人，丙班和丁班共有學生 118

人，五年級平均每班有多少人？ 

(6) 小芬語文、數學、英語三科的平均成績是 98分，這三門學科的總分是

多少？ 

(7) 王芳語文、數學、英語三科平均成績是 92分，其中語文 88分，數學

95分，英語應該是多少分？  

六 【複習】 

上學期圓周 

【網絡視頻】 

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fHFETB5-9Zc 

【作業】 

根據上面的網絡視頻，時間約 13:47開始會出現一朵花的圖案。請同學利 

用色紙或白紙(塗上顏色)，製作一個如下圖所示的圖案，並求出這朵花的 

花邊長度。 

建議可將花朵分成五個部分製作，然後，自行量度直徑和 π取 3.14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常識科:  

年級 自學內容 

 

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fHFETB5-9Zc


一 【複習】 

上學期課題 3我是誰 

【網絡視頻】 

醫院裡的細菌|最新細菌兒歌童謠| 醫生兒歌|好習慣卡通動畫|寶寶巴

士|奇奇|Baby Bus 

https://youtu.be/hyG_8so7WqE 

【作業】 

與家人觀賞上面視頻及一起學唱這首兒歌。 

二 【複習】 

上學期第 4課食物與健康 

【網絡視頻】 

【新冠肺炎】張學友邀周杰倫作曲唱抗疫歌 《等風雨經過》 

為醫護們加油打氣 

https://skypost.ulifestyle.com.hk/article/2572297/      

【作業】 

觀賞這首感人的抗疫歌曲後，寫兩句鼓勵句子給前線的醫護人員。                   

建議用空白的方格紙或單行紙，並使用鉛筆作答 。 

三 【複習】 

上學期第 5課家在澳門 

【網絡視頻】 

【TOPick娛樂】劉德華為醫護打氣-《我知道》MV 

https://m.youtube.com/watch?v=qvjqvHI8-C4 

【作業】                   

我們從歌曲中感受到前線醫護人員，在抗疫路上作出無私的奉獻，

他們捨己為人的精神令人欽佩。請設計一張海報向他們致敬。海報

須塗上顏色和寫上感人的讚賞標語。 

建議用空白的 A4紙，也可用其他紙張。 

四 【複習】 

上學期第 3課循環系統和泌尿系統 

【網絡視頻】 

簡單、有趣、有效阻斷新冠病毒的方法:跟病毒 Say No 曲詞唱李兆麟 

https://youtu.be/1L0_lwtP6lk 

【作業】 

觀看歌曲後，請完成下列兩題: 

1. 根據歌詞，病毒或細菌最常入侵人體哪些部位？試舉出三個。 

2. 疫情期間，如有事需外出，我們應帶備哪些防疫物品?試舉兩項。 

建議用空白的單行紙，並使用藍色原子筆作答。 

https://youtu.be/hyG_8so7WqE
https://m.youtube.com/watch?v=qvjqvHI8-C4
https://youtu.be/1L0_lwtP6lk


五 【複習】 

上學期第 12課一國兩制和基本法 

【網絡視頻】 

謝霆鋒王俊凱蕭敬騰共同演繹《保重》致敬奮戰前線的全體“戰士” 

【抗疫公益歌曲 Coronavirus Song】            

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jeHmomIQ5Qo 

【作業】 

觀賞感人的歌曲後，請完成下列兩題: 

l.  設計一張以鼓勵和支持前線醫護人員的感謝卡。把歌曲中最令你

感動的兩句歌詞寫在卡上，並塗上適當的顏色。 

2. 我們應該怎樣做才不會辜負前線醫護人員的付出？請列舉三項。 

建議用空白 A4紙，並使用藍色原子筆作答。 

六 【複習】 

上學期第 2課不要喝酒 

【網絡視頻】 

張學友 Jacky Cheung-《等風兩經過》MV 

https://m.youtube.com/watch?v=O9JBVray8Ic&from=singlemessage 

【作業】                   

觀賞感人的歌曲後，請完成下列兩題: 

l. 前線醫護人員的無私奉獻令疫情得以受控。請寫出不少於三十字向

他們作出崇高的致敬。 

2. 我們應該怎樣做才不會辜負前線醫護人員的付出？請列舉三項。 

建議用空白的單行紙，並使用藍色原子筆作答。 

備註:   在家學習所安排的作業在學生復課後之上學日提交。 

懇請家長鼎力支持，讓我們攜手抗疫，全力配合特區政府和教育暨青年

局的指引。 

祝 

身體健康! 

家庭幸福!  

小學部教務處謹啟 

2020年 3月 13日 

 

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jeHmomIQ5Qo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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